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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本报通讯员 王丽娟 焦春丽

党建领航，企业扬帆。近年来，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持
续创新党建工作模式，不断完善党建
文化阵地，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与企业
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激发了活力、增添了动力。

龙蟒佰利联党委书记、董事长许
刚总结说：“龙蟒佰利联始终坚持企业
党的工作机构组织、宣传、纪检格局
不变，党组织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
政策、重大部署在企业贯彻执行的作
用不变，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
不变，“哪里有党员，支部就建在哪
里”的做法不变，使企业党的建设始
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在龙蟒佰利联，经营班子与党委
班子同频共振、相辅相成，以高质量
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年营
收超 100 亿元，跻身中国制造业 500
强；钛白粉产能超100万吨，规模居亚
洲第一位、世界前三位；2019 年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83.18亿元，利润总额
24.1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20.66 亿元；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
末，总资产合计252.43亿元，较上年度
末上升20.64%。

如果把企业比喻成航船的话，经
营班子就是“舵手”。龙蟒佰利联党委
探索出非公党建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
融合的好做法：坚持党组织和党的工

作全覆盖，纵向深入、横向拓展。龙蟒佰利联党委认真落实“一岗
双责”，明确党建责任清单，实现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双向进入、
齐抓共管；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培训并重，加强党政“一肩挑”的
党员领导干部和兼职党务干部队伍建设，提升统筹抓、抓统筹的能
力，保证党建与生产经营协调发展；非公党建与生产经营有效融
合，一支部、一载体、一特色，真正把党建工作结合单位实际做到
实处。

改革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2002年改制以
来，龙蟒佰利联党委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通过开展体制
改革、创新党建，持续不断地为企业发展增添动力。

创新求变，迎难而上，改制企业焕发新生机。改制之初，龙蟒
佰利联面临的疑难杂症可是不少，机构冗繁、人心不稳、发展包袱
重等问题严重制约企业发展。关键时刻，许刚充分发挥党委班子作
用，集体讨论新改制企业路该咋走，并提出了“精干主体，剥离辅
助”的改革举措，全面加强改制初期的人心向稳工作。

破旧立新，龙蟒佰利联党委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有序展开。领
导干部下沉基层了解员工思想动态，形式各异的形势教育宣传有效
展开，引导广大员工坚定发展信心。在此基础上，龙蟒佰利联打破老
国企固有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精干主体、剥离辅助，机关职能部室
精减至“八部一室”。改革后，部门职责更加明晰，精干人员一肩多
挑，既分工又协作，大大提高了人工劳效。（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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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定兴）昨日
下午，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长刘
涛在市会议中心向全市统一战线
各成员单位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市政协副主席、市侨
联主席杨世民参加宣讲会。

宣讲中，刘涛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心
得体会和近代史实，从深刻认识
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意
义、认真把握十九届四中全会
的精神实质、全面理解 《中共
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对统战工作的
战略定位、切实抓好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在统战领域的贯彻
落实四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
全面系统的阐述。

刘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当前和今后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全市统战系统要充分认识十
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历史和现实
意义，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领会好，把《决定》原
原本本学习好，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不断推进我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怀川大地
充分彰显；要结合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的目标，围绕

“四城四区”建设，推动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履职尽责的重中之重，努力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和
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统战系统新的
更大贡献。①2

市领导向全市统一战线各成员
单位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昨日
下午，市政府与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
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中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菅明
军致辞并鉴签。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李民生，中原证券常务副
总裁朱建民代表双方签约。副市
长闫小杏主持，中原证券副总
裁、中原期货董事长谢雪竹出席
仪式。

徐衣显说，资本市场是现代

经济的“助推器”“加速器”，上
市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也代表着地
区经济的活力和综合实力。当
前，焦作正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抢
抓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
叠加机遇，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聚焦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着力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
业”，深入实施大企业集团培育
工程和企业成长促进行动，形成

了大中小企业梯次发展的良好格
局，涌现出一批科技含量高、市
场前景好的企业群体，迫切需要
借力资本市场实现新突破。中原
证券作为河南唯一的本土法人证
券公司，是全国知名券商、金融

“豫军”领头雁，专业优势明
显，综合实力雄厚。此次签约标
志着双方合作步入了全面融合的
新阶段。焦作将持续创造高效优
质的金融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融资、资源配置等功能，

不断拓展双方合作领域，促进焦
作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政金共
融、共赢发展。希望中原证券发
挥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为
焦作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债券融
资、创新金融等全方位资本市场
服务，推动焦作经济社会实现更
高质量发展。

菅明军说，中原证券与焦作
合作有着良好扎实的基础，将以
此次签约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
在资本市场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专

业优势，利用好境内外资本市场，
与焦作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深度
合作，服务焦作地方实体经济快
速发展，打造合作标杆与样板，以
合作促共赢，共同谱写美好未来。

徐衣显、菅明军还与科瑞
森、永威安防、皓泽电子、强耐
新材等企业负责人座谈，就推进
企业上市进行指导交流。

仪式前，还举行了金融知识
讲座。仪式上，中原证券与晋煤
天庆成功签约。

借力资本市场 助力转型升级

市政府与中原证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徐衣显菅明军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姚广强、赵
改玲） 昨日，记者从市污染防
治攻坚办获悉，为了积极应对
重污染天气，有效减少机动车污
染物排放，12 月 26 日 0 时至 12
月 31 日 24 时 （含节假日），我
市在主城区实施机动车单双号
限行。

限行时间内，机动车 （含由
我市核发号牌的机动车、临时号
牌机动车） 在限行区域实行单号
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具体来
说 ， 号 牌 尾 号 为 单 号 （1、 3、
5、7、9） 的机动车在单日上路
行驶，号牌尾号为双号 （2、4、
6、8、0） 的机动车在双日上路
行驶，号牌末位为字母的以末位
数字为准。

限行区域为我市主城区影视
路 （普济路至山阳路段） 以南、
山阳路 （影视路至人民路段） 以
西、人民路 （山阳路至中原路
段） 以南、中原路 （人民路至世
纪路段） 以西、世纪路 （中原路
至山阳路段） 以北、山阳路 （世
纪路至南海路段） 以西、南海路
（山阳路至普济路段） 以北、普
济路 （南海路至影视路段） 以东
范围内的道路限行 （不含上述路
段）。

悬挂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
新能源汽车不受单双号行驶措施
限制。

不受限制的车辆还有军车（含
武警车辆）、警车、消防车、救护
车、工程救险车；（下转第二版②）

今日0时至12月31日24时
焦作主城区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昨
日上午，2019年全市A级旅游
景区质量提升暨创建工作推进
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市领导
刘涛、宫松奇、牛炎平出席会
议。

市委副书记刘涛在讲话中
指出，A 级旅游景区创建和质
量提升工作是推进景区提质增
效、加快旅游业态产品转型升
级、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手段，
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A级旅
游景区创建和质量提升在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不断提升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质量和整体水平。

刘涛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认清形势、自我检视，紧盯短
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进一
步提升思想认识，加大创建力
度，紧扣景区创A标准，落实
景区质量提升工作要求，切实
加强景区规范化管理，对照评
定标准、通报问题和游客需
求，举一反三、立行立改，确
保景区创建和质量提升取得实
效。要围绕创建计划和工作目

标，理清思路、健全机制，精
准施策、强化举措，扎扎实实
作好科学编制旅游规划，全面
把握工作标准，完善景区基础
设施，推进景区运营规范化、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工作。各
县 （市） 区、各相关部门和各
景区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工作保障，跟进督促落
实，高质量做好A级旅游景区
创建和质量提升工作，铆足干
劲、精雕细琢，凝聚起创建提
升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按照
时间节点和标准要求，圆满完
成各项创建提升任务。

刘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强化担当、加压奋进，创新举
措、务求实效，以景区创A和
质量提升工作的新成效，助推
我市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宫松奇
就会议精神落实提出具体要求。
副市长牛炎平通报全市A级旅
游景区质量提升工作情况，并对
2020年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创
建工作进行部署。①2

2019年全市A级旅游景区
质量提升暨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题 记

革命老区是新中国的摇
篮，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
加快老区发展，使老区人民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永远
不能忘记的历史责任。

——习近平

本报记者 吕正军 董柏生

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调研。总书
记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会见了当地红军后代、革命
烈士家属代表，同大家一一握手
问候。总书记动情地说，今天我
特地来看望大家，向大家和所有
苏区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表
示亲切慰问。吃水不忘掘井人。
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
能忘记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
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
好生活。要做好革命老区、贫困
地区的工作，保障好老区群众生
活，让革命烈士含笑九泉。

总书记的深深牵挂、浓浓关
怀和殷殷嘱托，在百里怀川引起
强烈反响。随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
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了解革命历史，学习革命精神，
关心革命老区，成为我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
动。

咱焦作也是革命老区，
是一片浸润着光荣革命传
统、浸染着革命志士热血的
红色土地

咱焦作也是革命老区？是
的！中国革命老区是指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
根据地。

焦作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也是豫北乃至河南
省建立中共党组织、开展革命活

动较早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国
共产党建立，1922 年焦作就有了
党的活动，这一年，党领导的道清
铁路工会成立。1923年，焦作有了
第一批工人党员。1925年7月，焦
作建立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
共焦作支部干事会，领导举行了
震惊中外的焦作煤矿工人大罢
工。1927年至1932年，武陟、修
武、温县、博爱、孟县、沁阳等
地先后建立了党的县级组织和基
层组织。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焦作成立河南省
最早的县级抗日政府——修武县
抗日民主政府，建立道清抗日游
击队等地方武装，在太行山南麓
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

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时
期，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
期，焦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
斗争，谱写了焦作历史上最光辉
灿烂的篇章。

1932 年 6 月，郭大佛等人组
织了震惊豫北的农民武装“沁济
暴动”，成立了“豫晋红军游击
总队”，高举“拓我苏区”旗
帜，游击太行山区，声振豫晋两
省。

1938 年 3 月，布防修武山区
的国共两军打响抗击日寇的第一
枪，（下转第二版①）

弘扬老区精神 谱写时代新篇
——市老促会关心支持我市老区建设发展扫描

单双号限行范围图 杨 铭 制作

本报讯（记者李秋 通讯员
景婕）记者昨日从市公交集团公司
获悉，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12月26日至12月31日机动车限
行期间，市区公交车辆免费乘坐。

据了解，市区公交车辆免费
乘坐的范围为除市郊3路、8路、
29 路之外的市区所有公交线路，
乘坐免费公交线路时，乘客无须
投币或刷卡。①2

今起至月底坐市区公交车免费新闻链接

本报讯（记者孙国利）昨日上
午，记者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获悉，该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入选
2019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并且
是我市乃至河南唯一入选者。

据了解，2019 年度“最美退
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由中央宣传
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联合开展，通过选树优秀
退役军人典型，宣传先进事迹，树
立精神标杆，展现退役军人珍惜荣
誉、永葆本色、积极投身国家建设
发展的风采，进一步激发广大退役
军人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

今年 69 岁的李世江 1968 年入
伍，1973 年退役。退役后，他掌
舵的多氟多专注于无机氟、电子化
学品、锂电池及其材料等研究，在
锂电池关键原材料、半导体行业等
新材料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并国产
化。他主导的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
关键制备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走出一条技术
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
的技术创新道路。

在李世江的引领下，多氟多已成
为无机氟化工领域的翘楚，并且是多
项国家及国际标准制定者。如今，多

氟多自主研发生产的六氟磷酸锂产
销量居全球第一位，不但替代进口，
还大量向国外出口。在全球使用的
锂电池中，每四块就有一块用的是多
氟多的六氟磷酸锂。这一产品的国
产化打破了垄断，售价从原来的每吨
100万元降至现在的每吨10万元，为
我国新能源行业和军工装备发展提
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

“我是名老兵，但是在产业报
国、科技强军的战场上，还是一名
新兵！”李世江说，“作为一名在部队
熔炉里锤炼过的老兵，我的心是红
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①2

科技创新燃激情 产业报国立新功

李世江入选2019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